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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

□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涂鸦（graffiti）一词来源于
意大利语，但在巴西，人们却把涂
鸦称作“墙上写作”（wall writ-
ings）。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巴西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被沥
青涂满了各政党用来宣传的标语
和口号，年轻人也用此来发泄各
种不满的情绪。不过，自上世纪
70年代巴西的艺术家们介入后，
街头涂鸦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在里约，夸张、幻想、幽默、艳
丽的街边涂鸦无处不在，既给路
人的视觉带来强烈冲击，也给城
市增添了浓重的艺术气息，使整
个里约的色彩呈现出生动饱满、
五彩斑斓的模样。里约街头的涂
鸦，从素材来源上讲可以分为好
多门类，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以
及日常生活等统统可以入画。但
无论怎么分，足球、桑巴、美女这
些基本的元素都占据着很大的比
例，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巴西人生
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最能表达
巴西人热情、自由、奔放和热爱运
动的民族性格。

要知道在国内，你在墙上贴
个办证的小广告都是非法的，更
别说进行什么“创作”了，可能没
等你家伙儿摆好，城管就来了，没
收“作案工具”不说，千儿八百的
罚款你是跑不了的。但在巴西的
街头，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因为

涂鸦在这里是合法的，只要你不
在墙上公开煽动违背宪法，没有
任何人会干涉你。

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内容本
来就极其丰富多彩的街头涂鸦
自然又加入了诸多奥运元素。
在奥林匹克大道旁，一幅巨型
涂鸦引起所有过路人的注意：它
的面积足足有 3000 平方米，已
经申请了世界最大面积涂鸦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涂鸦名叫《种
族》（上图），高 15米、长 200米，
结合奥运五环的颜色，画了 5幅
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土著居民形
象，寓意全球各民族融合。”一名
叫卡罗尔的现场志愿者，每天都
不厌其烦地解说着。她说这里
已经成为里约新的旅游景点，奥
运期间特意前来观看、拍照的游
客络绎不绝，甚至有时候拍照都
需要排队……

当然，像《种族》这样兴师动
众、费时费料的巨型涂鸦在里约
街头并不多见，街边巷尾、随处可
见的小幅涂鸦才是这个城市的主
流。记者前天外出采访，在巴哈
区的一个街口转车时，就看到一
个 60多岁的白人老者正在墙上
涂鸦。他刚刚画了个开头，是一
片绿地。我们的翻译问他准备画
什么，那老人竟然有些自嘲地笑
笑：“还没有完全想好。”

还没有完全想好就开画？这
巴西大爷心也够随性的！⑥11

8月19日，羽毛球名
将鲍春来在微博分享了
一张老照片。鲍春来回
忆，这张照片应该摄于
2000年的日本京都亚洲
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是张
聚餐之后的合影。林丹、
李宗伟、鲍春来，这些后
来响当当的名字，拍照时
都还很年轻，李宗伟留着
时尚的中分头，林丹也是
满脸桀骜不羁。细心的
网友还发现，李宗伟竟然
把手插到了林丹的裤兜
里，看来两人当时就已经
非常要好了。

本报讯(记者 李悦）北京时
间8月21日上午8点到8月22日
上午 7点，里约奥运会将进入最
后一天的冲刺。而在这里约盛宴
的最后 23小时里，将决出 15枚
金牌，中国军团也将去争夺最为
重要的奥运女排冠军。

在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上，中国女排首次在奥运会上实
现夺冠，从那一刻起，“女排精神”
也成了中国体育的一个图腾。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在
先失两局的情况下，逆转俄罗斯，
其顽强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国人。
相比那两届奥运会，里约赛场上
的中国女排，曾面临着更加困难
的境地，但凭着不服输的那股韧
劲，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克巴西
胜荷兰，硬是杀入了决赛。她们
这次决赛的对手是本届的“大黑

马”塞尔维亚，从实力上来说，中
国女排要稍处一些下风。不过相
信在郎平教练的指挥下，朱婷等
一干小将也不会轻易认输，她们
将尽力拿下奥运会女排这块国人
心目中分量最重的金牌。

当8月22日凌晨2点45分，
男篮的决赛之后，里约奥运会的
闭幕盛典将在早上 7 点上演。
中国闭幕式的旗手是谁？桑巴
国度将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告别
奥运？东京一分钟的展示会包
含什么？种种悬念都将在奥运闭
幕式上揭晓。⑥11

绝代双骄
永别江湖
□令狐一刀

2004 年的春天，已经名震天

下的林丹在汤姆斯杯比赛中第一

次战胜了李宗伟，赛后略显青涩

的李宗伟还向林丹主动提出交换

球衣，林丹愉快地脱掉汗湿的球

衣。但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对

面这个不起眼的马来西亚人会成

为他一生中的对手，成为他辉煌

战绩的背景，成为他一辈子可以

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也想不到，

在他们运动生涯暮年的第 37 次

相遇，还能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一

辈子生死对决的男人还能那样惺

惺相惜，感叹无限。

十二年如白驹过隙，林李都

从鲜衣怒马，变成荣誉等身。十

二年间，世界羽坛间也高手辈出，

像皮特·盖德、陶菲克、鲍春来、陈

金等，也都有成名佳作，但谁也没

有能保持如此长的高峰期，谁也

无法像林李一样，像两颗高悬在

天空中的明星，光芒万丈，让人可

望而不可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

每次相遇都要杀个天昏地暗，地

动山摇，不成经典不罢休。既生

瑜何生亮。年龄只相差一岁的两

个人同为绝顶高手，按说应该分

享才对。怎奈造化弄人，林丹偏

偏生了一颗大心脏，别看出道以

来从没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

亚三站超级赛上抡元，但越是大

赛越爆发，两次奥运会、两次世锦

赛、两次亚运会的决赛，纵然李宗

伟拼到抽筋，拼到蹲地无力站起，

也无法阻挡林丹一步步成就大满

贯双循环的伟业。即使是在林丹

隐退江湖又火线复出的世锦赛

上，李宗伟依然打不破这个怪圈。

本届奥运会，两个人分在了

一个半区，那就注定只能有一个

人能站在决赛赛场上。于是林李

相约，不见不休。一个为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三连冠，一个为一

圆 12 年的英雄梦。其实林丹最

近一年的状态没有李宗伟好，最

近两次交手都以失败告终，即便

这样他也欣然赴约。没有人能够

阻止，没有人。要赢，就要赢对面

那个人，要输也只能输给对面那

个男人。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凶悍

的印度人斯里坎特，林丹没有让

塞上盟约空自许，否则那就是他

一生最大的憾事，而在第三次奥

运会上擦肩而过，必将成为两个

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憾。

第 37 次的双雄会依然如火

星撞地球般惨烈。加起来已经

67 岁的林李也知道这样的对决

几成绝唱，于是我们知道：“哇，羽

毛球还可以这样打！”决赛中李宗

伟再次“蝉联”亚军，“悲情英雄”

的角色一如既往，但即使他胜了

谌龙，他也无法在成绩上比肩林

丹，不过，这并不妨碍李宗伟在那

一刻成就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

最值得珍存的高光瞬间。

有意思的是，不知不觉间，两

个人的打法还彻底掉了个，让人

有不知今夕何年之感。年轻时的

林丹赖以成名的是雷霆万钧的扣

杀，常常是重如千钧的一记扣杀，

然后就是电闪雷鸣般的杀上网，

李宗伟则是号称防守世界第一，

仿佛有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护体

神功，挑挡推搓，数招之间，便将对

手的攻势消弭于无形之中。如今

的林丹变成极其厚重却极少出鞘

的屠龙刀，看似少了几分长桥硬

马，实则内功又暴涨三成，对手尽

在掌控中；李宗伟则变成了倚天

剑，常常在推拉之中拔地而起，电

光石火一般，长剑已刺破对手心

脏，雪刃之上却不留一丝血痕。

英雄策马而去，江湖一片沉

寂。37次的相遇，12年的霸权，见

证的是一段传奇。没有林丹，李

宗伟就不会那样卧薪尝胆，闭门

苦练；没有李宗伟，林丹也不会变

得内外兼修，百毒不侵。4年后的

东京，江湖后生应该没有眼福再睹

林李之约，但如果李宗伟舍不了这

分执着，依然重现江湖呢？林丹会

不会也难忍技痒，欣然赴约呢？江

湖之中，虽说一切皆有可能，但奥

运会上的第四次林李会，定然只会

重现在梦境中。江湖还是那个江

湖，只是绝世双雄，经此一别，注定

再无相见之理。⑥9

色彩斑斓的涂鸦

女排力争最重一金
里约盛宴即将落幕

本报巴西专电（特派记者 孟
向东）迈过林丹这座大山的马来
西亚名将李宗伟，8月 20日这天
依然没能圆了自己的奥运金牌
梦，在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的
比赛中，他被林丹的接班人谌龙
2∶0击败。谌龙用两个21∶18赢
得了自己的首枚奥运会金牌，从
而完成了大满贯的伟业，而李宗
伟则连续三届奥运会获得银牌。

在谌龙和李宗伟此前的 25
次交锋中，谌龙 12胜 13负略处
下风，双方最近的4次交锋，李宗
伟更是全部获胜，这也让外界在
决赛里更看好李宗伟一些。不过
金牌争夺战里，经验更加丰富的
李宗伟却有些不在状态，频频出

现不应有的失误，反倒是谌龙在
比赛里显得更加沉稳，利用多拍
拉锯耐心地等待机会的出现。

在率先拿下首局后，谌龙从
第二局开始就一直占据主动，领
先优势一直在2到 3分之间。在
连续浪费了两个赛点后，谌龙终
于把握住了机会，随着李宗伟直
线扣杀的出界，他拿下了关键的
第二局，从而以 2∶0的比分成为
新的羽毛球男单奥运冠军。⑥11

第23金：
战胜李宗伟 谌龙拿下大满贯


